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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蓝的灯光，弥漫的烟气，轻声环绕
的俄文歌《华沙曲》，延伸到观众席的沙
包，横七竖八地躺伏在工事上的战士……
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排演的话剧《前
线》，以沉浸式剧场设计，让观众从走进剧
场开始，便在时光流转中仿佛置身于
1941年底苏联卫国战争的前线。

这里是战火纷飞的前线，也是思想交
锋的前线。总指挥戈尔洛夫既没有精准
的情报来源，又缺乏现代战争意识，只凭
经验下判断，不断下达错误命令，导致苏
军夺取柯洛柯尔车站的计划迟迟未能实
现。苏德双方在柯洛柯尔车站的拉锯战
已经持续两个多月了。戏开场时，戈尔洛
夫刚刚获得第4枚勋章。前线总指挥部里
喜气洋洋，记者采访、部下庆功；而战场
上，战士们正忍饥受冻，疑团难解。此前，
年轻的近卫军军长欧格涅夫，率领部队夺
回过城市、打跑过敌人，一个重要原因就
是他在作战中敢于违反总指挥的命令。
现在，作为要塞、堡垒和进攻跳板的柯洛
柯尔车站的胶着战况，进一步激化了戈尔
洛夫和欧格涅夫在作战观念上的矛盾。

戈尔洛夫只在乡村小学念了三年
书就开始打仗，在内战中战功显赫。他
以自己的实战经验为荣，自称“不是理
论家，而是一匹老战马”。只是，他的经
验停留在人海战术和英勇拼杀上，而他
本人也没有学习新的战争理论和军事
文化的意愿。这一点，不仅体现在他对
新一代指挥官欧格涅夫的讥讽上，也体
现在他跟妹妹米朗的争论中。不管是
什么天才青年指挥员，只要没有和自己
一起参加过内战，戈尔洛夫就会瞧不起
对方。因此，他会说：“欧格涅夫他懂得
什么战争？我们打败 14个国家的时候，
他还在桌子底下爬哩。战胜任何敌人，
不是靠无线电通信联络，而是凭英勇、
果敢。”在他看来，没参加过内战的欧格
涅夫不过是纸上谈兵的书本战略家。
戈尔洛夫的战略思想以数量为核心，因
此他激烈反对作为飞机研发专家的妹
妹米朗的“质量论”和“速度论”。

作为新一代将领，欧格涅夫一方面
明白戈尔洛夫的内战经验不足以应对眼
前的战争，另一方面深知情报信息与技术
进步对战争制胜的重要性。因此，在不缺
乏戈尔洛夫推崇的精神力量的同时，欧格
涅夫反对戈尔洛夫过时的作战经验，而是
根据战场形势分析判断敌军行动路线，不
顾戈尔洛夫“命令一定得准确执行”的警
告，攻打下了柯洛柯尔车站。

在一老一少、一新一旧的对比中，
《前线》传达了进步的军事观念：只有与

时俱进，才能跟得上现代战争的步伐。
指挥员只有不断学习、不断进步，才不
会落后、不会被淘汰。

戈尔洛夫的问题，不仅在于他经验
过时、观念老旧，更在于他不肯学习、抱
残守缺。苏联作家柯尔涅楚克在1942年
9月发表的三幕五场话剧《前线》，成功塑
造了戈尔洛夫的形象。这部话剧一经发
表，便被部队在战斗间隙演出，教育了苏
联红军中大大小小的“戈尔洛夫”们，并
于 1944年译介到中国。毛泽东同志读
后，立即推荐给《解放日报》作了连载，并
指出：“应该以戈尔洛夫为戒……紧紧地
同时代一起走。”在毛泽东主席推荐下，
这部剧对整顿党内风气、鼓舞战斗精神
产生了深刻影响。2013年 11月，习主席
在视察部队时重提《前线》。他强调：“现
在不少人嘴上说的是明天的战争、实际
准备的是昨天的战争。我们千万不要做
苏联话剧《前线》中那个故步自封的戈尔
洛夫。”由此，我们看到，《前线》具有超越
时代的价值。这份价值就体现在：军队
不但要能冲在实战的前线，而且要始终
战斗在观念的前线；现代化不仅是武器
现代化，更是观念现代化。

除了表达“胜战之思”这一深刻主
题，话剧《前线》的艺术张力也是这部作
品成功的法门。整体看，这部作品是激
烈的，无论新旧作战观念的碰撞，还是
战场上的正面冲突，都赋予了这部作品
硬碰硬的刚性。戈尔洛夫的论战对手

主要有三个：欧格涅夫、米朗和盖达
尔。如果说欧格涅夫和米朗对戈尔洛
夫的观念反对是直接、干脆的，那盖达
尔则委婉温和得多。但无论哪种态度，
都以箭在弦上之势增加了剧情的紧张
度，展现出作品的理性风格与魅力。同
时，在持续的观念冲突中，作品没有忘
记穿插一些动情片段，譬如前线战士共
享一封家书、欧格涅夫在父亲遇难后表
达的痛与恨、戈尔洛夫爱子阵亡后克制
的悲伤等。这些片段舒缓了绷直的情
节，在情感深处实现了剧情的张弛。

讽刺艺术在《前线》中也运用得非常
巧妙。不消说戈尔洛夫是作者讽刺的重
点，对他的讽刺隐含在对这个形象的塑造
中。作者仿佛运用了中国画的多种“染”
法，让戈尔洛夫言谈举止中无意识的自得
与自信，既底色鲜明又浓淡有度，自然而
然地实现了作者的讽刺意图。作者虽然
意在批评戈尔洛夫落后守旧而又盲目自
信，但因为对这个人物还怀有深厚的感情
而不忍丑化，对记者客里空、情报处长乌
季维基内伊上校、通信联络处主任赫利朋
等人则加大了讽刺力度。客里空以小说
笔法写战地实录，还振振有词：“假如我只
写我所看见的，那我就不能每天写文章
了，我就一辈子也休想这样出名了。”他甚
至不经过采访就虚构臆造，尽显名利之徒
本色。靠猜想提供情报的乌季维基内伊，
以“可能”“我想”“也许”“大概”为情报依
据，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善于阿谀奉承、

见风使舵的赫利朋，显然就是米朗痛恨的
“糊涂虫、拍马屁的、会钻营的、卑鄙的家
伙”。正是这些占据重要岗位的形形色色
的人，跟戈尔洛夫一起影响了前线作战的
胜利进程。剧中更有怪现象——在战士
们的议论中，据说加里宁每天要发二百来
个、甚至三百个人的勋章，所有的人因为
高兴，用力地和他握手，他就这样累病、
握病了。这个匪夷所思的传闻令人啼笑
皆非，瞬间消解了开场时戈尔洛夫所获
勋章的神圣性。虽然讽刺艺术贯穿《前
线》始终，但因为面对的毕竟是人民内部
矛盾，讽刺的目的在于警醒，因此，作者
的态度总体上并不辛辣，而是温和客气
地点到即止。
《前线》在上世纪 40年代的延安和

全国抗日根据地、抗战胜利后的解放区
多次演出后，时隔 70多年，再度在中国
舞台上演。这是一件盛事，也是一个挑
战。选取这样一部主题意义深刻、艺术
底蕴深厚的剧作进行舞台呈现，可见国
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创作者们的眼光，
也足以考察他们的艺术功力。该院专家
与青年学子共同完成了《前线》的舞台呈
现，在富于创意的沉浸式剧场和充满激
情的演出中，没有辜负这部剧作的金属
质地。演出让观众反复回味这部剧作的
深刻主题：我们的人民军队始终要在观
念的前线激战，与未来战争赛跑。

上图：话剧《前线》剧照。

程子健摄

话剧《前线》—

历久弥新的胜战之思
■谷海慧

“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
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燕脂凝夜紫。
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报君
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这是唐代诗人李贺运用乐府古题
创作的诗歌《雁门太守行》。

长城绵延万里，走到山西代县，稍稍
顿足，在巍峨山川中横亘出一道雄关——
雁门关。这首诗歌便写尽了古代雁门关
的豪迈气势与悲壮惨烈的战斗场面。
《吕氏春秋》云，“天下九塞，勾注其

一”。勾注，便是雁门关。它地处代县县
城以北约 20公里处的雁门山中，为长城
重要关口之一，北临大同，南抵太原，西接
宁武偏关，东连紫荆倒马，可直达北京及
华北平原，一向为既险峻又通达的要塞，
有所谓“咽喉全晋，势控中原”之说。

站在雄关之前，看着那斑驳的城
墙、巨砖叠砌的东西二门、沿山势蜿蜒
而上的古长城，感受它过雁穿云的气
势，我的心灵上有一种震撼感。自古至
今，多少金戈铁马的悲壮故事在这座雄
关前上演。漫漫朔风从关口吹过，呼啸
着，席卷着，带来历史深处的回响。

历史学家翦伯赞曾说，如果把漠北
草原比作中国历史演变的大后台，那么
雁门关就是演绎一幕幕波澜壮阔、金戈
铁马历史剧的出场门。冷的边塞热的
血。一代代将士，以捐躯赴国难的英
勇、视死忽如归的无畏，忠贞报国，为土
石点染上生命的色彩，让一座关塞得以
青史留名。冷峻的雁门关，总会让人产
生不尽的追思感慨。

鼓角争鸣中，战国名将李牧在此大
破匈奴，威震边塞，铸就冷兵器时代的

一段辉煌战史。
还有那大名鼎鼎的“杨家将”。宋

太平兴国年间，抗辽将领杨业任代州刺
史，驻守雁门关，屡败前来进犯的辽军，
被人们称为“杨无敌”。杨家四代从军，
戍边卫国、气节豪迈，精忠报国的英雄
传奇久久流传。

韩愈说，燕赵之地自古多慷慨悲歌
之士。每逢外敌入侵、每到国家危难之
时，就总有一批英雄儿女挺身在前、甘
洒热血。暴虐与守护，压迫与抗争，侵
略与反侵略，萧萧古塞见证着千年风
云。时光之轮转到近代。在血与火的
峥嵘岁月中，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
用一场场艰苦卓绝的战斗和一次次大
快人心的胜利，让这座古塞再展风华。

抗日战争初期，晋北的国民党军队
败退至平型关、雁门关一线，太原眼看
就要失守。危急关头，八路军令第 115
师向平型关疾进支援，并令第 120师挺
进到同蒲铁路北段的宁武、神池、朔县
一带，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第 120师
第 716团受领的任务，便是前往雁门关
地区，发动群众，寻找机会，给敌人一个
打击。彼时，忻口战役正在进行，日军
每天从大同经雁门关，不断给前线输送
弹药。雁门关下那条弯弯曲曲的公路，
成为敌人一条重要运输线。

在向雁门关疾进途中，官兵看到了
敌人烧杀掠夺的残暴景象：村镇被焚毁、
房屋成瓦砾、菜窖成了活埋人的土坑、无
数同胞被屠杀……八路军将士杀敌复仇
的火焰熊熊燃烧起来。时任团长的贺炳
炎，后来曾回忆道：“战士们眼睛都红了，
行军不愿休息，住下不想吃饭。队伍披

星戴月，日夜兼程地向雁门关方向赶
去。”对八路军的到来，惨遭日寇蹂躏的
百姓发自内心地欢迎与支持。他们给侦
察员带路，帮助八路军搜集情报。短短
几天，八路军便摸清了雁门关一带的地
形，连敌人汽车过往的规律也掌握了。

那时候的雁门关，实在是个理想的
伏击之地：公路从雁门关盘旋而下，在
山下的黑石头沟绕了一个大圈，西面是
悬崖绝壁，北面是陡坡。

天时地利人和，雁门关注定了要在
我军军史上留下重重一笔。

1937年 10月 16日，群众给八路军送
来可靠情报：大同敌人集结了 300多辆
汽车，满载武器弹药，有经雁门关开往忻
口的迹象。10月 18日，八路军官兵沿着
崎岖小道，插入黑石头沟。黎明前的黑
夜分外沉寂，只有远处偶尔传来几声炮
响。进入阵地后，八路军一切准备停当，
只等着敌人的大队汽车越山而来。

站在雁门关城门前，俯视山下那条
公路，回想起独臂将军贺炳炎对雁门关
伏击战的回忆，我仿佛能感觉到弥漫此
间的阵阵硝烟味道——

待敌人的汽车队全部开入狭窄的
黑石头沟，埋伏在山上的八路军将士便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敌人发起袭
击。一时间，我军阵地各种火器一齐开
火，喷射出密集火网。敌人的汽车有的
燃起大火，有的一头栽进沟底乱石滩，
车上的敌人不顾死活地往下滚，黑石头
沟被闹得天翻地覆。11连勇士们在指
导员胡觉三的带领下冲上了公路，和敌
人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战。战斗过程中，
胡觉三不幸胸口中弹，壮烈牺牲，留下

遗言“为宁武老乡们报仇”……
战场不远处，便是巍巍雁门关。它

注视着中华儿女保家卫国、抗击敌寇的
英雄壮举，见证着中华民族不屈的力量。

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
题》一文中，对此战给予高度评价：“太
原北部忻口战役时，雁门关南北的游击
战争破坏同蒲铁路、平型关汽车路、阳
方口汽车路，所起的战役配合作用，是
很大的。”雁门关伏击战，也成为继平型
关大捷后，八路军打的又一次胜仗。

风云苍茫，戍鼓寒沉。如今的雁
门关，已淡去了军事防御工事的作
用，却仿佛以另一种形式继续鲜活存
在——它被列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带给万千参观者以心灵启迪和精
神养分……

冷的边塞热的血
■李 文

红色足迹

2020 年 12 月 30 日，空军公布了
首届飞行战歌征集活动获奖名单。这
次活动在两个月时间内，收到新创作
歌曲小样 262首，其中 10首优秀作品
被制作成MV，于去年 11月 11日空军
成立 71周年纪念日前后，在央视军事
频道、音乐频道和央视频、央广云听
等多家媒体平台推送。这次飞行战歌
创作征集活动，也成为探索军事文艺
创作新路的一次成功尝试。

一

某部年轻军官徐振翔，在读军校
时就是文艺骨干，毕业后来到一线部
队仍坚持创作。这次他和 3位战友联
合创作的歌曲《逆风》，被评为二等
奖。令他意想不到的是，征集组还将
他们带到北京的专业音乐创作室，同
专家一同打磨作品。徐振翔感慨地
说：“通过近距离与专家交流，我对艺
术创作又有了新的感悟和体会。”

飞行战歌征集过程，也是军旅歌
曲创作者学习交流和思想碰撞的过
程。除徐振翔等 4 名基层文化骨干
外，征集组还遴选了其他多名优秀骨
干一起参与征歌全程，并多次召开创
作座谈会，邀请原空政文工团艺术工
作者与文艺骨干面对面交流，不断碰
撞灵感火花。原空政文工团一级歌唱
演员田毅，在征歌活动发起后，主动
同词曲作者联系，演唱多首作品，并
将自身创作经验传授给部队文艺骨
干，充分展现空军文艺工作者薪火相
传的优良传统。

军队文艺单位调整后，军旅歌曲
创作的主体向一线下移。他们的作品
发端基层，深接地气，体现部队官兵
的心声，真实反映部队练兵备战的生
动实践。不断鼓励业余作者的创作热
情和提升他们的创作水平，是军旅歌
曲创作的重要着力点。此次征集活动
中，征集组始终贯彻这一理念，明确
要求：在奖项设置中，基层作者作品
获奖比例不低于 30%。他们还将征集
作品下发到基层连队进行试听，将官
兵意见作为重要参照，将官兵喜闻乐
见、贴近基层一线生活、具有浓郁空
军特色的作品作为优秀作品重点推出。

这批作品的词曲作者，既有驾机
翱翔蓝天的飞行员，也有一线前哨
站岗执勤的战斗员，还有退役官兵
和地方音乐人。作者来源广泛、内
容深接地气，是这次活动的突出亮
点。通过这次活动，征集组也发现
了很多业余创作苗子，充实了空军
业余文艺骨干库。

二

以最真挚的情怀谱战歌，把最动
听的歌声献祖国。此次，央视频、央
广云听等媒体平台，无偿为部队开辟
征歌专门通道，让百首战歌上线
“云”端。新媒体成为传播战歌的重要
途径，吸引着广大创作者积极参与，
也向更多青少年宣传了空军风采。

去年 9月 1日是大多数院校开学的
日子，征集组兵分 3路带领摄制组深
入空军各飞行院校、青少年航校开展
“战歌唱响开学日”活动，邀请新老学
员话感受、谈体会，邀请艺术家和学
员一起唱响经典曲目。相关节目在各
大媒体平台展播后，引起热烈反响。

付中华是一名退伍老兵。他听说
飞行战歌征集活动后，加班加点创作
了作品《战斗威龙》。他说：“战歌征
集活动应该持续开展下去，多出佳
作，服务部队。作为一名文艺老兵，
若有战，召必回。”

词作者王磊，当年创作的军营歌
曲《当你的秀发拂过我的钢枪》，至今
仍是部队官兵传唱的经典曲目之一。

他和父亲听说战歌征集活动后，专门
创作了2首新作积极参与。

充分吸引有军旅情怀的地方创作
团队参与部队音乐创作，是这次活动
的特色之一。活动中，一些地方专业
音乐创作团队，积极配合部队歌手录
制音乐、改编歌曲，解决了基层部队
文艺骨干创作条件受限等难题，使作
品质量有了较大提升。

三

“你跨过寒夜，你历经沧桑，你披
荆斩棘引领我向前方……”田千禾是
来自中部战区空军某部的一位基层文
艺骨干，当看到自己的作品《为你飞
翔》被配上视频画面在各大媒体平台
进行展播时，她非常激动。视听结
合，情景交融，让作品意境更加深远。

征集组在优秀作品后期推广过程
中，下功夫制作视听精品，不断增强
作品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他们对获奖
歌曲MV进行歌舞编排设计，在录音
棚和飞行现场进行再录制。精心的制
作，使得歌曲主题更加鲜明突出，战
斗气息更加浓郁。

在空军成立 71 周年纪念日前后，
他们制作推送了《顶天立地真英雄》
《迎着风》《凌云红装》《逆风》《我们
的天空》《爱在云端》《征途》等优秀
歌曲MV。“强军先锋飞行大队”“模
范轰炸机大队”等英模群体和“时代
楷模”郝井文、“最美新时代革命军
人”刘飞等先进典型的形象，以及广
大空军官兵投身强军实践的热血场景
等视频画面，嵌入到歌曲MV中。在
这些作品中，精神力量与艺术魅力交
相辉映，立体展示了现代空军、战略
空军形象，有力增强了作品的内涵和
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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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文化景观

正在冬训的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开展战地文化活动，激发官兵训练热情。

图为该团官兵在训练间隙，利用野战文化箱开展“战地歌手擂台赛”。

肖文鑫摄


